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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组织 100多名专家进行综合分析，预计 2011
年我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程度重于去年，发
生面积约为 57亿亩次，同比增加 4%。

水稻病虫害

继续呈严重发生态势，预计发生面积
13.9亿亩次，同比增加 5%。其中，虫害发生
9.9亿亩次，病害发生 4.0亿亩次。
虫害以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和二化螟为

主。其中，稻飞虱发生面积 4.2亿亩次；稻纵
卷叶螟发生面积 3.3亿亩次；二化螟发生 2.1
亿亩次；三化螟发生 3000万亩次。

病害以纹枯病、稻瘟病和南方水稻黑条
矮缩病为主。

玉米病虫害

总体中等发生，预计发生 10.3亿亩次，
同比增加 5%。其中，虫害发生 7.5亿亩次，病
害发生 2.8亿亩次。
虫害以玉米螟、地下害虫、蚜虫、棉铃

虫、粘虫和叶螨为主。其中，玉米螟发生面积
3.4亿亩次；地下害虫发生面积 9000万亩；
蚜虫发生面积 6500万亩；棉铃虫发生面积
5000万亩；粘虫发生面积 4500万亩次；叶螨
发生面积 3000万亩。

预计病害以大小斑病、丝黑穗病、褐斑
病和粗缩病为主。

小麦病虫害

总体为偏重发生，程度重于 2010年，预
计发生面积 10.0亿亩次，同比持平。其中，虫
害发生 5.4亿亩次，病害发生 4.6亿亩次。
预计虫害以穗期蚜虫、麦蜘蛛和吸浆虫

为主。其中，穗期蚜虫全国发生面积 2.4亿
亩；麦蜘蛛全国发生面积 1.1亿亩；吸浆虫发
生面积 3700万亩。
预计病害以条锈病、白粉病、纹枯病和

赤霉病为主。

今年农作物病虫害程度预计重于去年

耕作制度革新意外带来新的病虫害频繁发生。 董怡辰/制图

防治新发病虫害
科研须提速

近年来，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大田作物普遍
推广了免耕播种、秸秆还田等新的耕作制度，提高了
效率，减少了开支，同时也使农田生态发生了巨大变
化。

今年 7月底，农业部在山东召开新发病虫害相关
会议，探讨玉米新生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但尽管如此，
多个省市的防治工作仍困难重重。

对此，《科学时报》专访了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
病虫害防控研究室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研究员王振营。

《科学时报》：今夏玉米二点委夜蛾虫害的发生是
否与先进耕作制度的推广有直接关系？

王振营：二点委夜蛾是耕作制度变革后新发生的
害虫，除此之外，麦根蝽、耕葵粉蚧等直接从小麦上转
到玉米苗上为害。

二点委夜蛾今年发生较严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原因。一是玉米种植制度（麦套玉米和秸秆还田）为该
害虫特别是其幼虫提供了极佳的庇护所；二是这些年
防治工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虫源积累导致危害从量
变到质变，故今年发生较严重；三是缺乏必要的系统
研究，尤其是虫情监测没有跟上，特别是在全面推行
小麦秸秆还田的情况下；四是其他不详原因。

《科学时报》：未来如何加强二点委夜蛾的防
治？

王振营：第一，政府补贴灭茬。麦收后灭茬可以破坏
二点委夜蛾的繁殖和栖息地，明显减轻二点委夜蛾的危
害。但灭茬投入较高，灭一次茬投入在 50～60元 /亩左
右，灭两次茬投入在 100元 /亩以上，农民投入过高，
需要政府补贴才能使灭茬技术得以推广。

第二，实行统防统治。由于二点委夜蛾成虫发生
期对光有很好的趋性，各地植保部门在二点委夜蛾成
虫发生期，应有组织地利用杀虫灯大面积诱杀。在幼
虫发生期组织专业化防治队伍进行统一防治，提高防
治效果。

第三，在目前该害虫的发生规律不明确、防控技
术和监测技术缺乏的紧迫形势下，建议组织科研、教
学和推广专家进行协作研究，深入系统地澄清其发
生危害规律，研究监测技术和科学的防治方法，为今
后长期治理提供技术支撑，从根本上解决该害虫的
危害，确保我国夏玉米安全生产。

《科学时报》：具体到耕作制度上，都有哪些变化
与病虫害直接相关？

王振营：首先，免耕与浅耕保护了地下害虫的栖
息场所，增加了种群数量。杂食或多食性害虫从上茬
作物或田间杂草直接转移到玉米苗上为害。

例如，水稻收获后免耕直播小麦，灰飞虱直接从
水稻上转移到小麦上为害、越冬，为灰飞虱提供了充
足食料和适宜的越冬场所。稻茬麦田灰飞虱种群数量
大，2009 年，我们在济宁调查，平播小麦一代灰飞虱
数量在 1 万～3万头，稻茬麦田高达 800 万头，导致
玉米粗缩病发生。

其次，秸秆还田的优点是提高了土壤的有机质含
量及通透性，有利于保墒；降低了在秸秆中越冬的害
虫种群数量。

但是，秸秆还田将病原菌带回土壤，使土壤的菌
量增加，土传病害如玉米褐斑病、玉米茎腐病、玉米丝
黑穗病、玉米瘤黑粉病、玉米纹枯病和苗枯病等加重。
新的土传病害玉米鞘腐病上升。此外，小麦赤霉病病
原菌随麦秸在土壤中累积，造成禾谷镰孢菌茎腐病和
穗腐病上升。

第三，大面积连作使农田无法轮作或倒茬，造成土
壤肥力失衡，土壤根际微生物区系发生变化。病原菌
在土壤中不断累积，导致土传病害严重发生。如茎腐
病的上升、丝黑穗的回升、褐斑病和纹枯病的加重。鞘
腐病在一些地区呈上升趋势，玉米矮化病也有加重的
趋势。

最后，间作、套作的优点是增加作物的生长时间，
提高产量；缺点是会导致一些病虫害的严重发生，如
玉米粗缩病和玉米矮花叶病，使虫害转移下茬为害。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播种面积，小麦、玉米
和水稻的同区域种植等，都对病虫害的发生有影响。

《科学时报》：对新发生的病虫害，目前我国的科
研状况如何？

王振营：面对新的生态体系，我们在病虫害研究
方面显然落后了。过去对二点委夜蛾的研究很少，没
文献、没资料，所以其发生规律至今并不清楚，监测和
防控技术也没有研究资料可以借鉴。今年大面积发生
的二点委夜蛾，也没有提前预测预防，而是虫情发生
后才紧急治虫。

2002 年小麦潜叶蝇大面积发生，2003年小麦赤
霉病暴发，2004年玉米褐斑病普遍发生，我们的防治
措施都是在病虫害发生后进行的，提前的预防措施还
不多。

现在农业部也了解到玉米上新发病虫害的严重
性，也知道与耕作制度的变化相关，但是，在国家层面
的课题研究还没有开展。

相关专家呼吁了好几年，去年底，河北省植保站
才申请到省农业厅课题“主要粮食作物新发生重大病
虫害发生规律及防控技术体系”。

要对新的耕作制度下新的病虫害进行预测预防，
首先要使病虫害研究立项与新耕作制度的推广应用
同步，并形成长期持续的预测预报预防体系，这样才
能促进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
可靠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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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飞蛾

2005年 6月下旬，河北省农区的部分夏
玉米苗地里，出现了一种不知名的虫子。这种
虫子啃食玉米苗根基部，严重的会造成幼苗死
苗。20多天后，虫子蛹化成蛾，在农田中漫天
飞舞。
“那个阶段我们正在编写《玉米病虫害》这

本书，但缺少其中一种害虫的图片。”姜京宇，
河北省植保总站研究员，她所提到的正是当下
被农民俗称为“黄地老虎”的一种农业害虫。
此时，得知上述信息，安新县植保站站长

打电话告诉姜京宇：“我们这里现在有很多‘黄
地老虎’，你赶紧过来看。”
驱车赶到安新，姜京宇走进玉米苗地里一

看，发现不对劲儿。
“一株上最多的能有几十头，把苗咬得很

厉害。”姜京宇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回忆，
这种肉虫子呈灰褐色，各方面特征不像是他们
要找的“黄地老虎”。
为了搞清楚情况，姜京宇把活的幼虫从安

新带回了石家庄，放在河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
里饲养。几天后，虫子化蛹、从中飞出蛾子，让
人大跌眼镜的是，“所有人都不认识它”。
几经周折，中科院动物所应用昆虫学课题

组组长武春生拿着虫子的标本，翻遍了国内外
的文献和资料，终于找到几行关于这种蛾子的
描述———喜欢隐蔽、潮湿的环境，是杂食性昆
虫。

2005年下半年，危害极大但却不知名的
虫子最终被鉴定出学名———二点委夜蛾。
然而，6年过去了，夏玉米地里的“群蛾乱

舞”不但没有得到遏制，灾害反而扩展到山东、
河南、安徽、江苏、山西甚至北京。
对此，各地农业部门的解释是：对这种新

发害虫，我们知之甚少。
“今年，我国黄淮海玉米产区新害虫二点

委夜蛾暴发并严重为害，共发生 3290万亩，占
夏玉米播种面积的 20%，重发面积高达 260万
亩。”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研究
室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
员王振营认为，这“祸起”耕作制度的改变。

如何成为害虫

武春生在为二点委夜蛾定名时发现，各国
的文献资料中，从来没有记载过它是一种害
虫。
“根据资料，二点委夜蛾在俄罗斯、日本、

朝鲜等 5个国家都有分布。”武春生对《科学时
报》记者说，过去它只是一种普通的蛾子，没有
人专门去研究它，所以国内外至今都还没有关
于它的基础生物学方面的文献。
一种普通的蛾子，忽然之间成为危害玉米

地的害虫，一定会有原因。
从 2008年起，王振营就开始关注二点委

夜蛾。几年下来，他逐渐发现了一些规律。
“根据近几年我们在各地的一些观测，二

点委夜蛾就是在小麦联合收割机收割之后的
麦秸和麦糠下栖息。”王振营分析说，这主要与
它的生活习性相关。
作为最早的发现者，姜京宇也有同样的感

觉。“我每年都到地里去看，有的麦秸有 20厘
米厚，这种地方二点委夜蛾发生得就会比较严
重，麦糠和麦秸给它们营造了潮湿、隐蔽的生
存环境。”

王振营分析，过去传统的耕作方式主要
是靠人工，并且农户一般会把秸秆收走喂牲
口，土地重新耕翻之后再播种，当时的耕作
制度不适合二点委夜蛾的生长。但近些年，
随着耕作制度改革，传统耕作方式逐渐被机
械化所替代，并倡导秸秆还田、提高耕地利
用率和生产效率、增加复种指数等，为病虫

害的发生提供了新的空间。
现在在北方地区经常可以看到：小麦联合

收割机在割麦的同时，把小麦秸秆切碎并且均
匀地抛撒在地面上。紧跟其后的玉米播种机同
时播下种子，实现了麦收、秸秆切碎、玉米播种
的“一条龙”作业。
“这样积累几年下来，田间的麦秸多了。尤

其是最近几年，各地都在禁止收割后烧茬，田
间环境变化很大。”姜京宇说，现在的耕作制度
给了二点委夜蛾在田间一个很好的栖息环境。

其实，不仅仅是二点委夜蛾，近些年来，我
国仅玉米病虫害的新发比例就呈逐年增长态
势。

耕作方式的“双刃剑”效应

王振营说，玉米上的病虫害多发，原因有
很多，“但主要是耕作制度上的变化和品种上
的变化”。
也就是说，耕作制度发生变化后，病虫害

也会发生变化。比如秸秆还田、单一作物的大
面积种植，都会使得农作物发生新的病虫害。
又如，原来可能在杂草上生存的虫子，随

着玉米大面积种植或者连作，有些就会发生分

化。如原来取食杂草的虫子，因为有了除草剂
的制约，转而去了作物上生存；过去小麦上的
害虫，随着秸秆的还田，又适应了在玉米上的
生存。
此外，一些过去抗病害的品种，在大面积

常年种植后，有可能会集中暴发其他病害。
“现在，各地来找我鉴定虫子的很多，大概

每年有二三十个。”武春生的说法也印证了这
一观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人多地少，耕作制

度的变化不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社
会消费的需求。
“现在的耕作制度，和我们植保的要求正

好是相反的。但这是国家的大趋势，我们只能
想办法来应对。”姜京宇直言。
“经过几年的实验，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

一般是放毒饵、毒土或者喷雾，在监测和预防
上比较有效的是使用黑光灯。”姜京宇说，二点
委夜蛾成虫发生期对光有很好的趋性，可以利
用杀虫灯大面积诱杀。
但是，由于只是在玉米苗期危害一代，对

危害代过去后的二点委夜蛾的追踪研究须引
起重视。姜京宇表示，不搞清楚新发害虫的机
理，防治工作仍将无从下手。

“群蛾乱舞”肇始于耕作制度？

今年 7月以来，黄淮海
夏玉米区相继发生虫灾，作
物受灾严重。农业专家在采
取防治措施之余，陡然发现
对此“害虫”几乎一无所知。
在对新发虫害的身份之谜和
形成原因一一破解之后，居
然发现其与新的耕作制度的
推广有着直接关系。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如

果科研不能及时跟进，今后
每一次该虫害发作，对于防
治工作及农业生产来说都将
是一场灾难。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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